
同學：吳凱瑩，李海，王穎薇 

 

一、引言 

 

香港歷史博物館近年致力發展實地歷史考察，希望透過帶領市民實地參觀及

欣賞古跡文物，撫今追昔了解香港開埠以來的歷史發展及中外香港歷史名人的事

跡。更重要的是實地的考察，不單可補書本及課室的不足，更可透過憑弔盡發思

古之幽情。走出課本這樣活的學習方式，可以令認識香港歷史變得更有趣。 

 

據香港歷史博物館資料『十八區歷史遊踪：跑馬地墳場遊』很受歡迎。每次 

 

每次舉辦跑馬地墳場遊都超額報

名，亦有很多遊人自行到墓地等

待丁館長，跟隨大隊旁聽導賞講

解。圖為高和爾墓。 

十八區歷史遊踪：跑馬地墳場遊 (步行時間約 3 小時) 

「香港墳場」前稱「殖民地墳場」，是香港歷史最悠久的墳場，

不少香港歷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如何東、何啟、郭士立、遮打等

均長眠於此。 領隊將細說此墳場上之源起、特點及葬於此處

的名人故事。 

領隊： 丁新豹博士 (香港歷史博物館總館長) 

日期： 9 月 25 日 (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日期： 12 月 18 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集合地點： 跑馬地墳場 

解散地點： 跑馬地墳場 

名額： 40 人 (參加者須年滿 16 歲或以上) 

費用： 免費 

轉載自《香港歷史博物館-通訊(2005 年七月至九月) 及(2005 年十月至十二月)》 

 

都有超額的公眾人士報名。事實上，香港墳場內有超過一萬二千個以上的墓碑；

其中最早的五千個號碼，不少是屬於 1869 年或以前

的。(香港墳場內的墳墓數目至今仍然未有系統的統

計，不過其編號已經排到一萬二千以上。)從墓碑的

資料可見，香港墳場內包括了英籍軍人及政府官員

早期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醫務人員、瘟疫的死難者、

不同族群、國籍人士的墓穴、辛亥革命的烈士、社會

賢達及日本人的墓地。

、

1這不單反映了香港開埠至 20    每個墓碑後都有一個號碼 

                                                 
1本文所指位於快活谷的墳場，在過往不同的時期曾經多次改名，因此為行文方便，以現稱加上

引號的「香港墳場」稱之。有關「香港墳場」的研究，可參考Carl T. Smith(施其樂), “Notes for a Visit 
to the Government Cemetery at Happy Valle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5 (1985) ,pp.17-26.、Solomon Bard(白德) “Grave Memorials as Historical 
Documents”(〈從墓碑發掘歷史資料〉)，載香港博物館編製 ;丁新豹及蕭麗娟編輯：《香港歷史資

料文集》(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Hong K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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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前半期的故事，亦反映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自由港，民俗融和的社區。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墳場內，有一所最早的西式教堂，而墳場內的墓碑、

裝飾

 

亦頗有建築特色。『跑馬地墳場遊』不單令大眾從墓碑中了解有關人士與香 

港近代歷史發展的關係；更有助研究近代香港族群、

軍事、宗教、政治史。那『香港墳場』實有足夠條件

作為文化旅遊景點，而民眾對墳場旅遊的興趣，更強

化了我們對『香港墳場』能作為文化旅遊景點的信心。

究竟『香港墳場』能否成為下一個受大眾歡迎的文化

旅遊景點？ 

香港最早的西式教堂 

 

一點陰森恐怖的感覺都

 

 

 

 

 

 

香港墳場屬「花園墓地」， 無。反而有憩息園林的感覺 

 

、香港墳場背景 

中國人過去選擇風水地掘墓為墳，但自從十九世紀初巴黎出現首個墳場後，

此觀

                                                                                                                                           

二

 

念便隨英國引入香港。開埠初期，很多英國人不適應香港氣候而感染疫症死

亡，第一個建立的墳場在灣仔星街和聖弗蘭士街(St. Francis Street，亦即當年進教

圍[St. Francis Yard])一帶，時為 1841 年 8 月。當時，香港的羅馬天主教會獲政府

撥地，於灣仔日街、月街、星街和聖弗蘭士街一帶，安葬天主教徒。2所以，很

多文獻都指出香港第一座墓地是在灣仔的。不過，該區人口不斷增加，灣仔墓地

很快就供不應求，政府於是在黃泥涌（今日的跑馬地）建設新的永久性墳場（今

日的香港墳場），供歐洲基督徒下葬。  

 

 
Urban Council, 1990)，頁 8-13、Solomon Bard(白德), Garrison Memorials in Hong Kong : Some 
Graves and Monuments at Happy Valley,( Hong Kong : Culture and Sport Branch,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1997)及Ko,T.K.(高添強), "A Review of Hong Kong Cemeter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41, 2001, pp.241-280。此文的中文譯本見高添

強：〈香港墳場發展史略：1841-1950〉，梁美儀及張燦輝合編：《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省思》，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209-247。其他資料，可詳見本文註釋。 
2 Carl T. Smith(施其樂), “Notes for a Visit to the Government Cemetery at Happy Valle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5 (1985) ,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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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址黃泥涌（今日的跑馬地） 

島在未填海前只有兩塊平地，即黃泥涌和中環，但當時黃泥涌仍是一條河

涌，

實上，據一名英軍醫的日記所述，早在 1841 年 6 月，一名英軍艦艦長病

逝，

趣的是，差不多在同一時期，居住在香港英國的民間人士卻將黃泥涌低地

的積

. 墳場的命名 

 

據官方記載，跑馬地「香港墳場」的前身紅毛墳場於 1845 年啟用，於是開始

把原

 

港

今天跑馬場中央是沼澤地帶，當中污水引起瘧疾。於是政府只好把中環定為

市中心。另外，河谷地帶工程費用高，所以沒有付諸行動，結果把各個墳場先後

遷至該區。 

 

事

遺體下葬於「快活谷」(Happy Valley)這處地方，墳墓今日仍在香港墳場。至

於日記中出現的「快活谷」，並非比喻賽馬活動，因當年還未開始賽馬，而應解

作「極樂之地」，估計其時該處已非正式被用作墳場了。3

 

有

水排走，用以興建馬場。因此快活谷(Happy Valley)一方面是洋人的尋樂之

處，同時也是故人的安息之地。因此，原是指墳場的極樂之地，就多了一重意義。

這種不協調的配搭，最初曾引起批評，但時至今日已為人接受。 

 

2

先在灣仔的碑石遷至現址。值得一提的是，墳場內的教堂是香港最早期的西

方建築之一，同時在墳場中的園林，更是源自十九世紀三十年代在歐洲盛行的「花

園墓地」(Garden Cemetery)運動的結果。墳場最初歸英國聖公會管轄，經費由殖

民政府支付，所以墳場代表了當時以洋人為核心的政治及宗教力量，成為殖民社

群心目中一個特殊地標。當然，香港這個最古老的墓園，起初這個墓園沒有定名，

時人有稱之為紅毛墳場、盎格魯墳場（Anglican 

Cemetery）、公共墳場、政府墳場等，1889 年改名

殖民地墳場。其後在 1909 年，第十四任港督盧押(Sir 

Frederick Lugard,. 1907 年 7 月至 1912 年 3 月治港)

又曾因當時歐洲人批評墳場中日本及中國人的拜

祭方式，而最終宣佈這墳場不是基督新墳場。到最

後，在 1970 年定名為「香港墳場」。4

                                                 
3  陳天權：〈香港最早墳場〉，《大公報》2005 年 10 月 27 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5/10/27/XY-475817.htm
4 Carl T. Smith(施其樂), “Notes for a Visit to the Government Cemetery at Happy Valle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5 (1985) ,pp.19 and 24.及高添強：〈香港墳

場發展史略：1841-1950〉，梁美儀及張燦輝合編：《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省思》，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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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殮葬在這墓園的人要符合三大條件：（1）非華籍基督徒；（2）在香港找

不到任何安葬地方的非中國籍人士；（3）享有社會地位及名望的中國人。 

 

而殮葬在這墓園的人要符合三大條件，就成為了香港墳場今天的特色。要了

解香港開埠旱期的歷史，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發展、要憑弔我們的革命烈士，香港

墳場會是一個不錯的地方。 

 

三、香港墳場的特色 

 

「香港墳場」內有眾多以十九世紀英國及歐洲人的大型軍人紀念碑，可以說

是研究香港早期非華籍基督徒在中國、香港近代史發展最豐富的歷史素材。而從

大量的英、歐藉軍人墓碑的資料所看，更可追溯二次鴉片戰爭的點滴。 

 

1. 非華籍基督徒 

A. 英國船長及軍官  

 

從墓碑上的年分來說，「

船長威廉．佈雷狄(William Brodie)的墓碑 

香港墳場」中最早存在的墓碑，是英國海軍軍艦響

尾蛇 (Rattlesnake) 號船長威廉．佈雷狄(William Brodie)。

在鴉片戰爭時，威廉船長因病逝世於船上，英軍來到香

港，船員便把船長屍體送到跑馬地埋葬。而該艦軍醫愛

德華．克瑞(Edward Cree)更將有關威廉逝世的資料，記錄

在文件中，內裡更附有當時出殯儀式有關的繪畫圖片，

證明「香港墳場」早於 1841 年已存在。
5

 

 

 

外，在 1857 年 12 月 29 日英法聯軍之役進攻廣州

陣亡

 

 

另

的英國軍官卑特(Captain William Thornton Bate.R.N, 

1820-1857 年)，也葬在「香港墳場」。他的出生日期雖然

沒有提及，不過從他死時 37 歲，可以推斷他是 1820 年

出生的。 

                                                                                                                                            
 
 
5 Solomon Bard(白德), Garrison Memorials in Hong Kong : Some Graves and Monuments at Happy 
Valley,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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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特(Captain William Thornton Bate.R.N)的墓碑 

 

 

號，於 1847 年奠基興建的聖

約翰座堂(St.John Cathedral)外，還有一塊「卑特紀

念碑

位於花園道 4

」，也有相同的年齡及逝世資料。6

 

卑特紀念碑 

除此之外，墳場當中亦可以找到不同時期，在遠東及中國戰死的英國軍人墳

。當中，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衛香港的部分戰士墓地。 

 

香港墳場亦可算是一個軍人 死的軍人都安葬於此。 

墓

 

 
 

墳場，很多在遠東及中國戰

 

要了解香港開埠初期的發展，必然要認識於 1847 年任香港員警副警司及

1858 年任總登記官及撫華道的高和爾（Daniel Richard Caldwell, 1816-1875 年）。 

需要懂中文的西洋人士，來替港府做傳譯工作。而高和

爾就

勾結徐亞保及黃墨洲控制海盜，與他們朋比

奸收受賄賂及包庇娼妓。1857 年警方在黃墨洲開設的

B. 開埠初期的貪員 

 

 

當時港英政府為了管理香港為數眾多的華人，於是

是當時最為著名的一位有關官員。進入十九世紀中

後期，隨著華人社會的興起，政府透過新訂法例賦予總

登記官特權，以加強對華人社會的控制，而高和爾便乘

勢舞弊。 

 

高和爾

為

                                                 
6 Solomon Bard(白德), Garrison Memorials in Hong Kong : Some Graves and Monuments at Happy 
Valley, ,p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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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中

些 證 據 上 交 代 理 輔 政 司 必 列 啫 士

(W.T

墨州也在 7 月 20 日裁判司法庭要求保釋被拒後，竟可在高等法院獲保釋

出外

因此這位港督寶靈（John Bowring, 1854—185 年治港)時期的傳奇人物，曾於

1857

此案直到羅便臣任港督後，才重新調查，從 1860 年 8 月 13 日起至 1861 年 9

月，

了文獻記錄了高和爾傳奇的一生外，我們從他的墓碑中亦發現了一些很有

趣的

些

和爾墓碑上的符號告訴我

，他的另一些身份 

                                                

，發現一批報失的砂糖，又從他的家中搜出高和爾寫給他有關的錢財來往字

據。 

警 司 查 理 斯 ． 梅 (Charles May) 將 這

.Bridges)為證，可惜後者與高和爾是好友，遂將所有字據全部燒毀，反指斥

查理斯．梅排擠上司，企圖取其職位而代之。 

 

黃

！不過，黃墨州不久便因恐嚇證人再被召回法庭，並於 9 月 21 日裁定罪行

成立，判處 15 年遞解充軍罪。不過，黃墨州被捕後，高和爾四處活動，為他洗

刷辯解。 

 

年 11 月 3 日，被港府按察司安士迪(T.C. Anstey)指斥，不配擔任太平紳士。

1858 年 5 月 20 日，高和爾貪污罪被揭發後再被安士迪 19 條罪狀，但高和爾得到

香港輔政司甚至港督的袒護，反指責安士迪製造謠言，結果高和爾僅被革職了事。 

 

調查小組斷斷續續開了 30 天會議，終於判決高和爾勾結海盜的罪名成立，

並宣佈革除公職，員警司查理斯．梅判決無罪。這場由高和爾案挑起 4 年的法律

訴訟才告結束。
7

 

除

資料，我們發現了兩組特別的符號；「直角尺和圓規」和 墓 碑 上 這

兩組特別的符號，竟揭露了高和爾生前是原來是共濟會的成員 有趣的史

料實賴實地的考察才能揭發。                                        

 

 

。
8
這

 

高

們

 
7詳見Christopher Munn, “Colonialism ‘in a Chinese atmosphere’: the Caldwell Affair and the Perils of 
Collaboration in Early Colonial Hong Kong”, in Robert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 eds., New 
Frontier: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1953, (Manchester ;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pp.12-37、G.B. Endacott ;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M. Carroll,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5-99 及魯言：〈香港的貪污與反貪污史〉，載魯言：《香港掌故》（第二集），（香港：廣角鏡

出版社，1979），頁 94-99。 
 
8 共濟會的象徵符號。首先，「直角尺和圓規」本身是石工建造教堂和城堡的工具，但象徵人可

以將物質和混沌予以組織起來，以便形成秩序。同時，圓規代表道德，直角尺代表真理，兩者的

重疊象徵道德和真理調和後，世界才能達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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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擁有兩條街的阿美尼亞富商保羅．吉席．遮打 

吉席．保羅．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 年）是生於加爾各答

(Calc

 

utta)的阿美尼亞(Armenia)人，是在香港唯一獲港府以兩條街名「遮打道」

（Chater Road）及「吉席街」（Catchick Street）以紀念的人。 

遮打道 

吉席街 

 

他與怡和洋行的占姆．凱撒克(James Keswicks)合資創辦香港置地公司(Hong 

Kong

年他來港的時候是從「慳度士丹中國日本匯理銀行」(Bank of Hindustan 

Chin

曾先後被委任 1887 年

局議員

 Land Company)，遮打家族在來港之前已經和英國東印度公司(English East 

Indian Company)有二百多年合作營商的經驗。 

 

1864

a & Japan)的文員做起，兩年之後開始自立。在 1881

年，港英當局批出一幅土地予吉席．保羅．遮打，於

是他與怡和洋行(Jardine, Matheson & Co., Ltd)合作，在

該地段上興建一座「香港九龍碼頭貨倉有限公司」（亦

即九龍倉[Wharf Holdings]），並於 1886 年落成，成為

九龍最早的大企業之一。1887 年，更力主港島干諾道

(Connanght Road)一帶的填海工程，發展中區土地。 

 

吉席．保羅．遮打

打

立法局和 1896 年任行政 ，並於 1902 年封

爵。同時他亦是一名藝術收藏家，他的遮打特藏

（Chater Collection）更是遠東區最多及最優質的收

藏，可惜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遺失，餘下

的藏畫則有部分成為香港藝術館館藏。9

                                                 
9 Solomon Bard, Traders of Hong Kong : Some Foreign Merchant 
Urban Council, 1993),pp.95-96 

Houses, 1841-1899,( Hong Kong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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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見證鴉片戰爭的傳教士及第一任港督中文秘書郭士立 

 

郭士立(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年)牧師，又稱為郭實臘。他

是普魯士人，受荷蘭差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於 1827 年派遣來到東印

度群島(今馬來西亞和印尼)，在當地學習馬來語和漢語。不久，又轉往新加坡、

泰國一帶，繼續學習漢語文，能夠說福建話、潮州話、廣州話及客家話。因此，

不少巴勉會（禮賢會）、巴色會（崇真會）、巴陵會（德國信義會）等「三巴」差

會的成員，以至威托瑪式系統作者，英國使華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Wade），也

是出於他的門下。郭士立也曾經在學習期間，拜會基督教傳教先鋒馬禮遜牧師。 

 

從 1831 年開始至 1838 年，他曾不下十次到中國東南沿海活動，最遠到達中

國東北的奉天考察。郭士立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因為他一方面是宣教士，

在文字宣教和街頭佈道工作十分活躍；同時

他亦為東印度公司的鴉片貿易和西方列強

的侵華戰爭蒐集情報。 

 

在鴉片戰爭期間，郭士立是南京條約簽

署期間英國主要官員之一，後來在馬禮遜的

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過身後，接

任 香 港 第 一 任 香 港 總 督 砵 甸 乍 爵 士 (Sir 

港)的中文秘書，謂日後華民政務司的前身，

管理香港華人事務；甚受後來戴維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1844 年至 1848 年

治港)及文咸爵士(Sir Samuel Ge rge Bonham,1847 年至 1854 年治港)所重用。香港

的第一個公園也是由郭士立提議興建的。「吉士笠街」(Gutzlaff Street)，即中環皇

后大道中央市場對面的閣麟街及嘉咸街中有一條小巷，就是為紀念郭士立而設。

除了郭士

Henry Pottinger，1843 年至 1844 年治

o

10

立，我們還在香港墳場內找到

一位女性傳教士的墓碑 

第一位女性傳教士的墓碑，這為香港基

督教發展史中女性角色的研究提供了很

有力的史料。 

 

 

 

第

 

                                                 
10 G.B. Endacott ;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M. Carroll,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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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香港找不到任何安葬地方的非中國籍人士； 

在香港墳場內，除埋葬英國軍人及一些本地中國人外，亦安葬了一些非中國

籍人

自 1841 年香港開埠以來，香港與日本的往還已經不少，這尤其在明治初年

日本

A. 日本人墓 

 

士的墓碑：包括日本人、法國人、德國人，及俄羅斯人的墳墓。由於這些國

籍的人士在香港並不算是大多數，所以他們的墓碑較為少見，這亦為認識香港的

歷史，增補了一些不太為人所知的過去，更為香港墳場的獨有的特色之一。 

政府撤銷國民渡航海外禁令，以及 1902 年《英日同盟》結成之後更為蓬勃。

其中，香港曾於 1857 至 1894 年及 1900 至 1932 年實行公娼制的內部因素，因此

來自貧農家庭的日本婦女被人口販子欺騙出國，被賣至妓院。 

 排列整齊的日本墓碑，特顯了日本人的性格以漢字立的日本人墓 

學者高添強先生根據日本駐港領事館，在 1886 年的一次調查中指出，當時

由日

日本京都僧人、探險家大谷光瑞(1876-1948 年)，曾於 1899 年 1 月 31 日，到

過香

「上午接待多位來訪的本國人，下午往參觀此地有名的外國人墳場。墳場在

市區東端，相距約一里，西人稱之為『Happy Valley』，幸福村之意。墓地按教

                                                

人經營的妓院和同樣性質的「咖啡館」共十家之多，估計日娼人數佔居港日

人的一半，即達七十多人。其後日娼數目不斷增加，主要活躍於中環士丹利街、

威靈頓街、荷李活道、嘉咸街、閣麟街、卑利街、結志街的妓院之中。其實十九

世紀後期乃至二十世紀初，隨著灣仔的開發，較低級的妓院也漸漸遷舢舨街一

帶，只有較高級的娼妓仍留在中環。事實上不少由日人經營的店舖包括由日人經

營的店舖，如服裝店、美容院、首飾店、照相館、飲食店、旅館、診所等，大都

或多或少與娼妓有關。11

港公園、博物館、跑馬地墳參觀，他在《清國巡遊誌》中對「香港墳場」有

此記載： 

 
11高添強：〈早期港日交往的一頁〉，《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2004 年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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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順

稱之為『Happy Valley』，幸福村之意」一句，是大谷光瑞把 

“Valley＂（山谷）誤以為 “Village＂村落之故。另外，除描述「香港墳場」正

中部

賣婦女而惡名昭彰的村岡伊治平(1867-1942 年)早在 18 歲的時

候，亦即 1885 年便來香港謀生，在莫理遜船公司當水手。他在《村岡伊治平自

傳》

 

佛大學畢業後歐遊過後，於 1907 年 4 月 4 日(星期四)天陰涼快的日子路經香港，

在《

1998 年)在 1965 年 6 月，於香港日本人俱樂部的會報

《俱樂部通訊》中發表〈香港往事談〉，回憶 1937-41 年他來香港擔任三井物產

香港支店代理店長期間的見聞： 

                                                

序劃分，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回教徒各佔一面，其中以基督教

徒的墓場最為整齊。墓地中央有噴水池，樹木繁茂，枝葉交叉，搭成天然的綠色

拱門。兩側設有花壇，四時花香不綴。中國人墳墓不在此間，在摩星嶺(Mount Davis)

的山麓。總而言之，西洋人對墓地的重視，日本人遠不能相比，可說是社會風俗

上的美事。」12  

上文中「西人

分內的水池及花草比日本墓地為佳之外，也粗點交代了鄰近一帶中外各個宗

教墳場的分佈。 

日本近代以買

指出 1885 年尾，「香港市場早已有日本妓女二百人左右。」13而且從事色情

行業的日本咖啡店有五、六間，不過雖然有部分人士質疑村岡伊治平的說法失實。

八年之後，日本近代小說家兼評論家有島武郎(1878-1923 年)，在 1906 年哈

觀想錄》記載了他參觀了植物公園，「稍後，我們又到埋葬了好幾個日本人

的墳場去。我站在死去的日本人墳前，心中泛起了帶苦澀的諷刺微笑，但卻不知

道是甚麼原因」14。 當中除反映有島武郎的複雜心情之外，還出現了一個問題，

這就是「埋葬了好幾個日本人的墳場」是指哪個地方？若從他同日的行程中記載

的最後一段來看，有島武郎是有到過快活谷的，因為他說「『今夕吾軀歸故土，

他朝君體也相同。』這是香港墳場大門上的對聯」。而他所到過的日本人墳場是

指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St. Michael's Catholic Cemetery)？還是泛指香港島上整個

快活谷一帶的墳場區？還是指當年大谷光瑞見過的「香港墳場」內的日本人墳

墓？這都是難有定論的。 

不過，藤田一郎(1903-

 
12大谷光瑞：《清國巡遊誌》（中文譯本），載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見聞錄(1898-1941)》，（香

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 24。 
13  村岡伊治平：《村岡伊治平自傳》（中文譯本），載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見聞錄

(1898-1941)》，上冊，頁 98。 
14有島武郎：《觀想錄》（中文譯本），載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見聞錄(1898-1941)》，上冊，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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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方面，雪廠街有日本人基督教會，灣仔有本願寺。墳場主要是跑馬地

的墳場，今天還在，政府將它打掃得很乾淨。雖然像樣的墓碑依然很多，但也有

無數只是在小石頭上標上記號的墓地。這恐怕是來自天草一帶的『娘子軍』吧，

比起銀行、商行，她們是更早一批踏足香港的人士。」15  

墳場內，有很多不同國家文字的墓碑，有 1930 至 40 年代，因俄

國革命及內戰失敗後輾轉來港的白俄羅斯人，有一些形以東歐國家文字的家族墓

碑、有以德文及法文立的墓碑；這些以不同文字立的墓碑，以及其他只佔少數的

華人墳墓則可以補充了香港歷史上一些鮮為人知的片段。 

這後記載正好解釋了為什麼日本人墳墓中除了僧人之外，還有日本基督教徒

的存在，以及「香港墳墓」中那些來可能來自長崎縣島原半島上的日本妓女墳墓

的時代背景。 

B. 其它國藉 

另外在香港

一組以東歐文字立的家族墓碑 
       

以法文立的墓碑 

   

以不同文字立的骨殖碑 

 

                                                 

15 藤田一郎：〈香港往事談〉（中文譯本），載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見聞錄(1898-1941)》，

下冊，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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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享有社會地位及名望的中國人。 

A. 革命烈士：楊衢雲、洪春魁 

「香港墳場」第 S4 段中，有兩位與辛亥革命有關，分別是楊衢雲(1861–1901

年)及洪春魁(1834—1910 年)，是葬於香港墳場的傳奇人物。 

 

革命烈士楊衢雲 

 

楊衢雲原名楊合吉，字肇春， 名楊飛鴻，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三都鄉人。

廠學習機械，因失慎斷右手中三指，乃改習英文，名列前茅。

畢業後任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員，旋充招商局總書記及新沙宣洋行副經理等職。

其為人任俠好義，1892 和謝纘泰創立革命議政組織輔仁文社，並且於 1895 年 8

月出任興中會首任會長。他與早期革命活動關係千絲萬縷，曾經策劃發動第一次

起義，亦即 1895 年 10 月的乙未廣州之役。 

 

可惜在惠州起義之前的 1901 年 1 月 10 日，清廷

兩廣總督德壽，派人到結志街 52 號二樓英文私塾教館

暗殺楊衢雲。楊遇刺身中三槍，於 11 日零晨不治。而

香港中山史蹟徑，也有百子里一號「輔仁文社舊址」

及「楊衢雲烈士殉難處」以垂紀念。 他逝世後由好

友謝纘泰安葬於「香港墳場」，可是為免墓碑被清廷

發現，因此沒有刻上文字，只有編號第 6348 號。而且

墓頂更有一根被削去一截的圓石柱，惋惜他英年早

逝，壯志未酬身先死。
16

 

楊衢雲墓是個無字碑 

後易

十四歲在香港國家船

 

革命烈士洪春魁 

 

除了楊衢雲之外，另一位辛亥革命的志士為洪春魁。根據馮自由（1882－1958

年）《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所載，「洪和原名春魁，一字梅生。洪秀全從姪，

後改名全福」。另外，洪春魁另一個別字為其元，自從 1851 年便隨胞叔洪秀全出

征十多年，晉升為太平天囯左天將瑛王三千歲。 

 

但太平天囯覆滅後，洪春魁改名換姓來到香港，改名洪全福，藉托洪秀全福

蔭之意。根據史家羅爾綱(1903-1997 年)研究，洪春魁更曾賣身為訂約苦力(俗稱

買「豬仔」）至古巴，當拾鳥糞苦工。幾年後，轉為洋輪上廚役。光緒二十七年

（1901），但洪春魁潛回香港，遇上好友謝日昌，及其子興中會創會會員謝纘泰。

                                                 
16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臺北市：世界書局，1954（影印初版）)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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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平天囯及他洪門會黨之事，於是二人聯

合會黨， 興 元糧餉，決定在 12 月年 30 晚於廣

州發

德國教堂收藏。十

月二十八日，香港巡捕查出會黨窩聚之所，並起獲會黨簿據。當時洪春魁以「南

粵興漢大將軍」之名，號召成立「大明順天國」，他自稱「本將軍宗旨專為新造

世界 與往日之敗壞世界回（迥）乎不同，而脫我漢人於網羅之中，行歐洲君民

共主

紅二萬元，生擒洪春魁者，封官守

備；找到死去的洪春魁，也可取一萬元賞金，封官千

總。

洪春魁墓 

01 年 10 月，謝纘泰因偶聞春魁說太

加上 中會員李紀堂提負全部五十萬

難，並佔領惠州。同時革命志士於香港德忌笠街二十號四樓頂樓設立和記

棧，以此公司作總機關掩護，秘密運軍火和裝備到番禺芳村的

二

，

之政體。天下平後，即立定年限，由民人公舉賢能為總統，以理國事。」17倡

議推行共和政體，計劃推舉容閎為大總統，孫中山為國務卿。由於當時起義事守

不密，有人向香港警廳告密，引警察到和記棧搜查，結果計劃為清兵獲悉。洪春

魁此時正在內地，見勢情危急，於是潛離廣州經澳門回港。18

 

當時清政府懸

不過，有一位姓張的奸民，在香港用藥毒死其義

父，向清吏冒領賞格，屍體搜出「全福之寶」金牌一

面，結果清朝兩廣總督德壽、廣東巡撫李興銳就捏造

「當場格斃」洪全福之說，向清廷報聞領功，於是洪

春魁再次流亡新加坡。1902 年洪春魁因病回香港就

醫，於 1910 年去世，享年六十九歲。初葬之時，碑文

只刻上「洪其元公墓」五字，直到 1925 年才由其子改

刻為「洪公其元諱春魁墓」，葬於「香港墳場」第 6781

號墓。
19

 

B. 首位華人牙醫關元昌及護士黎亞妹 

關元昌（1832-1912 年）與黎亞妹(1839-1902 年)夫婦同是倫敦傳道會的信徒，

也是

華人，所以他可以稱為中國牙

的鼻祖。關元昌有子十人，習西醫四人；女五人，習護士及接生三人。自關元

昌以

 

香港早期醫療界中的華人精英。關元昌原名是關振容，在大石柱教堂（又稱

愉寧堂，Union Church）洗禮，任教會管事，至一八七九年十一月遷往廣州。據

知關元昌之到廣州，是由於他隨從美國哥倫士醫生學習牙科，並在廣州行醫，所

以關元昌可以說是中國最早學習牙科第一位執業的

醫

下五代，業西醫不下三十餘人，堪稱中國「西醫世家」。 

                                                 
17羅爾綱：《太平天囯史》(第四冊) 卷六十九．列傳第二十八．〈楊輔清侯裕田洪全福〉，(北京：

中華書局，1991)，頁 2225 
18  同上 2227。
19周樹佳：〈失落在跑馬地墓場的革命領袖〉，《香港民間風土記憶．貳》，（香港 : 天地圖書有限

17.html公司，2005）頁 78-81。；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MMSH/03/14/2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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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關肇碩及容應萸的《香港開埠與關家》所載，黎亞妹是 1840 出生的，

而「香港墳場」墓碑上的卻是 1839 年。20出身是南海西樵扶黎鄉的望族，在太平

天囯起事時與父母到廣州避難，但由於母親中途病逝，幼子又在廣州失散，於是

黎父將黎亞妹留在十三行街，在英國官員波大人府邸倚門波夫人發現，繼而向黎

父收為養女，教以英文會話。後來黎亞妹來港於英華女校就讀，畢業後留校受聘

漢文教員，同時亦曾受聘法院擔任傳譯，因此可以說是香港第一位女傳譯。據雅

麗氏那打素何妙齡醫院百週年史記載，一八八七年與護院成立之初，黎亞妹是在

醫院任職護士長和護理主任，黎亞妹可以說是香港第一位女護士。21

    

   

 

 

關元昌夫婦墓(圖) 

 

 

 

 

 

Ho Kai, 1859-1914 年） 

 

C. 戰前首富 

 

香港富商何啟(Sir Kai 

 

東南海人，原名何神啟，別字迪之，號沃生。何啟父親何進善

（1818-1821 年，又名何福堂）是第一個基督教華人牧師。為活躍於香港及廣東

的倫敦傳 牧 的傳統習俗，信奉基督教是

極少數。而何啟是在這種背景下，在香港中央書院(即今皇仁書院)，畢業後先入

讀英

醫書院作孫中山

導師，鼓吹改革及君主立憲，對孫中山影響甚深，從 1887 年起何啟更為他在傳

       

何啟是廣

道會 師。清朝時國人仍然普遍存敬拜祖先

國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習醫科，後入林肯法律學院(Lincoln's Inn)

學習法學。1882 年，回香港當律師，漸得港英政府的重視，更連續四次被委任

為立法局議員。 

 

何啟創辦香港雅麗氏醫院(亦即半山般含道的香港雅麗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The Alice Ho Miu-king Nethersole Hospital])，並附設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於是在 1883 年至 1892 年於西

媒不斷寫支持改革和宣傳立憲文章。於 1895 年，何啟曾從旁協助策劃廣州起義。 

                                          
萸：《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頁 11。 20關肇碩、容應

21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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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何啟支持孫中山推動革命，使英人質疑何啟對英政府的忠誠。1909

年，何啟任香港大學助捐董事會主席，於四年後把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可惜

在 1913 年，港英政府最後決定不再委任何啟為立法局議員，他亦於翌年病逝。22

    

 何啟夫婦墓      

 

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 1862-1956 年) 

 

何東是一位歐亞混血兒(Eurasian)，也是戰前香港「華人」首富。何東原名啟

，別字曉生，英文名為 Robert，出生於香港，父親何仕文是英國人，母親施氏

是廣 自幼由母親撫養，受中國文化

陶甚深，常以華人自居。 

東向香港總督會同行政局申請獲准在中區

東

東寶安籍人，育有五男三女，而何東是長男。

熏

 

1875 年何東考入廣東粵垣海關任襄理稅務，後加入香港怡和洋行中國部任

職初級助理員專責翻譯，1882 年升任怡和洋行屬下香港火險公司經理及廣東水

險公司經理，1894 年升任怡和洋行華總經理，1897 年已經成為身家超過二百萬

的富豪。其後，何東自 1900 年歷任香港上海匯豐銀行、香港電車公司、香港電

燈公司、香港置地公司、廣州火險公司、香港大酒店等董事局主席、董事、總經

理等。1906 年何 半山居住，成為首位

太平山山頂居住的華人。1915 年何東受港英政府封爵士勳銜，為繼何啟之後

第二

在

位獲此銜之「華人」。他活躍於公益事務，曾兼任香港東華醫院主席、太平

紳士及保良局紳士。除在香港經商及社會活動外，何東亦曾於 1921 年任中國出

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1926 年接辦工商日報，經營十分成功。二十世紀三

十年代成功條停海員罷工。之後，何東由於在 1925 年成功挽救險被中途擱置的

九龍塘花園城計劃，因此在 1929 年花園城建成之時，以其主要道路命名為何東

                                                 
22 G.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 a Pro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Hong 

ong,(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

 16



道(H

出在澳門的房產給澳門政府，因此今日的何東中葡小學、何東中葡幼稚園及何東

圖書館亦以他為紀念。1955 年被英國封為最優秀不列顛帝國爵級司令勳章。1956

年 4 月何東在香港逝世，他是戰前香港的華人首富。 

 

o Tung Road)。23

 

1941 年香港淪陷何東前往澳門避難，直至 1946 年才返回香港。何東生前捐

 

何東夫婦墓(圖) 

 

何東及其元配麥秀英夫婦墓碑以兩個潔

白的十字架來標示。而墓前不遠，是麥秀英的

隨嫁妹仔區成璋的墓穴，而且墓碑上還刻上

「忠誠任事垂四十餘年」的中英文銘記。
24

 

 

麥秀英女士的女傭工之墓就在何東夫婦前 

 

4. 專門安葬幼童的墓地 

 

墳場的西面有一區專門安葬年幼早死的小孩，這區大多是由幾天到幾歲的孩

子墓穴，有中國人也有西方人，其中以西方人為多，但可能因為孩子早死，他們

                                                 
23梁濤：〈何東道〉，《九龍街道命名考源》，(香港：市政局，1993)，頁 77。 
24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Western Skies,(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9) ； 何 文 翔 《 香 港 家 族 史 》 ( 香 港 ： 明 報 出 版 社 ， 1992) ， 頁 1-75 。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6%9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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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親百年歸老後，就沒有後人為他們打掃墳墓了，所以大多都殘破失修，這

區「住客」可算是墳場的孤兒。如果留心去觀察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如幼

童夭折了，家人為幼童娶了童養媳為「相公」立碑，很多華人墓碑都中英對照，

反映出這批基督教家庭的社會地位，既然信奉了基督教，但也保持童養媳這種習

俗。 

   
這區以幼童墓穴為主        上百年以上的墓穴大都失修  

     

 此位嬰兒出生只有 3 天就死了(圖) 

 

此墓主死時只有九歲(圖)    

 

 

 

 

位王楷小孩只有九個月大，但有趣的是這個碑是他的妻子立的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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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早年的骨殖另闢地安放 

 

由於香港墳場經過多次改建，很多早期的墳墓經已調遷到其他地方，因

興建馬路關係，其中編號 1 至 187 號的骨殖被起出，於 1983 年安放於新骨殖

庫，而 188 至 1123 號則另移他處，這兩批先人遺骨已有 150 年歷史，很多生

卒年日不詳，甚至只寫上“unknown＂，所有骨殖都是西方人所有，沒有中國

人的名字。 

  
最古舊的骸骨已經移往骨殖庫       骨殖庫很多「住客」連生卒時間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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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香港墳場』發展為文化旅遊景點行 

 支

 其實要將香港墳場發展為文化遊的可行性，從以下幾點來看，是屬於可行

的： 

跑馬

很大 都是五十人左右，但從這資料我們有理由相信，其實本地民眾

對墳場旅遊是有一定興趣的。 

 

而且，香港居住環境狹窄，不少墳場都處於民居之間。以香港墳場為例，它

處於本地最暢旺的消費購物區銅鑼灣，及住宅區跑馬地之間。不少市民在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的時候，都有可能會途經這個歷史古蹟。若能加上合適的介紹和指

引，讓市民發現原來在每天的途經的地方，或距離平日消閒作樂的場所不太遠的

地點，原來是包含著一些豐富的歷史故事和遺址 – 這應不難引起市民對這個景

點的興趣。 

 

古蹟位於民居之中的另一個優點是，若政府真的願意發展香港墳場成為文化

遊景點之一的話，以地理上來說是可以作出一定調節的。 

 

另一點可以作為參考的是，其實墳場作為旅遊景點，在其他地區如歐美或一

些東南亞等地，墳場往往是遊人參觀當地時，了解當地歷史背景的一個重要地

點。加上一些天主教墳場，由於墓埤一般有雕像等裝飾，更能增加墳場作為旅遊

景點的可觀性。 

 

以一個最接近香港的地點 – 澳門的『聖味基墳場』﹝舊西洋墳場﹞作例

子 – 位於澳門塔石的天主教墳場：聖味基墳場﹝舊西洋墳場﹞，安葬於此的多

是篤信天主教的葡人和土生葡人，以及信奉天主教的「生前有相當社會地位的華

人」，以及「生前對澳門有重大貢獻的名人」。這個被稱為澳門最美麗最莊肅的墳

場，從不會出現「清明人潮」的。但是，在平時不少遊客皆會專程進來遊覽，欣

賞園內精美生動的雕像，別具一格的典麗的墓碑。根據一些觀光單張，自港澳「自

由行」開始後，有內地旅行團將「遊覽聖味基墳場」也列作遊覽澳門名勝古蹟之

一項。 

  

聖味基墳場建於 1854 年清末民初汪兆鏞的《澳門雜詩》中，是澳城第一座

西洋墓園，闢設於清咸豐四年(公元一八五四年)，當時澳葡已宣佈澳門為「自由

港」，把清廷官員全部趕出澳的計劃還未實施，但強佔或廉價收買澳城以外的土

地之行動，正是在這一年開始的。 

1. 持 

A. 民眾對墳場旅遊有興趣，有市場需求。 

在本文起首，已引香港歷史博物館資料，指該館舉辦的『十八區歷史遊踪：

地墳場遊』很受歡迎，每次都有超額的公眾人士報名。雖然參加人數並不是

的數目，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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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葡拓城的第一步，就是佔領塔石崗區，在塔石崗的東麓設一個專供下葬西

葡人、華人天主教徒的墳場。在此之前，澳中的西洋人、土生葡人、

邊的小墓園內。 

 

2. 墳

式教堂於建成初期，應為棺本的短暫停留間，以準備入土。現時該

堂已被重新復修，若有遊人入內觀賞，亦有些碑誌作一些歷史資料的參考。 

 

. 墓中名人和香港近代歷史有關 

 

展，有的對香港開埠旱期的歷史有重要性，或對紀念二次鴉片

爭有著一些歷史關係，這些對近代中國軍事史研究有著重大的意義。 

 

不同人物背景的墓埤，亦能為資深學者提供了不少對近代香港族群、軍

宗教、政治史的資料。 

 

實香港墳場內亦有珍貴的生物，可作遊人參

方人士、土生

澳葡殖民先民、華人天主教徒去世後，墳墓是散亂安設的，大多安設在幾座古早

聖堂旁

自從闢設了這個「塔石西洋墳場」之後，整個澳門教區的殯葬都安排於此地，

並且，許多舊墓都從各處遷來此地，漸漸地，各聖堂附屬的墓園也全都取消了，

土地重新發展興建。可以說，聖味基墳場的闢建，標誌著澳葡對整個澳門半島的

佔領和實質管治。  

 

場建築頗有特色，墓碑、裝飾、教堂 

 

前述，在香港墳場內，有一所最早的西式教堂，而墳場內的墓碑、裝飾亦頗

有建築特色，能為前來的旅遊人士可提供不少視覺上的觀感體驗。 

 

相信該西

教

 

3

在本文第二部份，提及香港墳場的特色，其中所埋葬的包括非華籍基督徒、享有

社會地位及名望的中國人，有革命烈士、首位華人牙醫、戰前首富等。他們有的

影響中國近代史發

戰

另外，在香港找不到任何安葬地方的非中國籍人士，包括日本人墓和其它國藉人

士的墓葬，這些都能為參觀者提供一個認識本地歷史另一面的機會。 

 

 

4. 對研究近代香港族群、軍事、宗教、政治史有幫助 

 

由於這些

事、

5. 墳場內有四種稀有樹木，同時可作生態考察。 

 

除了墓埤及豐富的歷史遺蹟之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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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和

錄 

香港墳場是香港最古老的政府墳場，計有 155 年多歷史，很多墳墓都是香

死於海難或軍事行動，很多墳頭只有

碑而沒有埋葬屍體，因此很多只有立碑為記，親屬朋友很多都在外國，經過百

多年

完整的墓葬

紀錄，只有萬多個墳頭編號作為識認。 

 

他也慨嘆政府的管理部門沒有一份完整的墓主名單，而今天在墳場辦公室張貼

地圖正好是白德先生當年在墳場繪畫的地圖，地圖標誌著何東、何啟、高和爾

外，一切資料欠奉。由此可見，如果要把墳場

化遊推廣，客觀地欠缺場地歷史資料及墓主紀錄，絕不能滿足遊人求知探秘的

研究。參照自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的古樹名木冊。在灣仔區內品種如異葉南洋

杉(南洋杉)、鐵刀木、荔枝、及桃花心木皆為香港墳場獨有。 

 

2. 反對 

 

墳場文化遊這類活動在外國甚至在澳門的聖味基墳場也有協辦，但作為新的

旅遊景點，歷史文化旅遊方面會遇到頗多問題。對於反對的意見主要包括有以下

幾項： 

1. 墳場缺乏完整紀

 

港開埠期間犧牲的英國軍人及船員，他們多

墓

，都沒有親人來憑弔，很多上百年的老墳連主人都不知道，墓碑的刻字很多

都被侵蝕得難以辨認，成為無主孤墳。而墳場的管理部門也沒有一份

者

 Solomon Bard 白德對香港墳場曾作考察研究，希望從文獻找出墓主的資料，

但

的

等墓碑所在，除了這張僅有的地圖

文

慾望，將不利可持續旅遊發展，故難以全面推廣。 

  

場辦公室門口僅有的一張地圖 墳 在白德的書中第 16 頁有同一張地圖25

 

2. 難以打破中西對墓地文化的看法 

中國人對墓地的看法向來是保守的，是禁忌的，一般視作為不吉祥的象徵，

只有清明重陽的春秋二祭才會

 

尤其是喜慶生辰日子，大多不會上墓地拜祭，一年

                                                 
25 Solomon Bard(白德), Garrison Memorials in Hong Kong : Some Graves and Monuments at 
Happy Valley,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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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墳場。而且儒家的對鬼神是說是保守的，孔子曾提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子不語怪力亂神。」「未知生，焉知死？」主張重視人事多於鬼神。故此後世

鬼神都採取「敬而遠之」的態度，這種態度直接影響後世中國人對先人都採敬

態度，一方面畏懼靈界的事物，另一方面為守傳統兒女的責任，一年兩

拜祭。對於非親非故的墳墓自然心生畏懼，而且大量遊人進入墳場，破壞寧靜

環境

放的態度，他們認為人死了就會上了天堂，在天堂極

香港墳場已有 155 年歷史，隨著墓穴的增加，土地使用越來越擁擠，經道

 

 另外場中頗多溪水及草木，因此蚊虫甚多，在三個多小時的行程中，本組

同學曾兩次看見有蛇的蹤跡，因為當天氣溫達 29 度，因此穿短袖的同學都給蚊

子叮了幾十口，雙臂紅腫，痕癢無比，而蚊子很多都是可傳播登革熱的白紋伊蚊，

如要參觀，務必準備蚊怕水，穿長袖衫，自備急救藥物，墳場並沒有停車場，遊

人只有由地鐵站經馬路徒步到墳場，黃泥涌道的車甚多，如果要招待數十至百人

的遊人可能構成一定危險，因此墳場的自然環境並不適宜作參觀景點。  

對

而遠之的

次

，為安息者製造騷擾，是為對先人不敬，隨時會有所報應，因此大多人不會

以墳場作為消閑娛樂的去處。 

 

 西方人則對墳墓採開

樂之處享福，而墓碑不像華人的那樣鑲上瓷相，給人一種給監視的感覺，恐怖的

氣氛。洋人墳場沒有清明重陽拜祭的習慣，有空的時候就可以來拜祭親人。由此

可見，中西對墳墓的看法是不同的，香港是個很西化的社會，但這種觀念也很難

打破。 

 

3. 墳場的自然環境不適宜作參觀景點 

 

路改建後，很多舊骨殖被安放別處，很多墓碑日久失修，有石碑倒塌下陷而乏人

修補。而且管理處沒有安排任何指示牌，管理處門口只有一張手繪地圖，要找出

不同區域，不同號數的石碑可謂靠幸運。如果要向管理員詢問，本組同學在墓場

只見過兩個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他們對場地環境也不清楚。而管理處幾個小時也

不見有人駐守，門口印的電話號碼也沒有人接。如果遊客在場中遭遇意外，那可

說是叫天不應，叫地不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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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參觀三小時被蚊子叮了幾十口  這區蚊子多得很 

 

4. 恐怕成為香港「靖國神社」 

 早期墳墓安葬的人多為英法聯軍之役陣亡的英軍，從今天的角度來看，他

們是侵略者，這些軍人的石碑上很多都刻上他們在戰爭行動中英勇殉職的事蹟，

以一百多年前港英統治下，他們被視作英雄，經過百多年歷史，大家相安無事，

港英政府也沒有高調去紀念這些人，香港的教科書也刻意的迴避這段不光榮的歷

。回歸後歷史書多提倡愛國民主主義，如果現在吸引大量遊人去參觀，恐怕會

. 缺乏專業導賞員 

館長舉辦過類似的墳場導賞遊活動，

墳場

遊』，向小眾有興趣的團體宣傳。在合適的季節(10 月至明年 3 月)舉辦 6 至 10

次的導賞遊，對推廣以墳場墓碑為歷史考察實起一定的作用。事實上，除了香港

歷史博物館外，並沒有其他政府機構曾以墳場發展成文化旅遊景點，作重點的工

作計劃。而『十八區歷史遊踪：跑馬地墳場遊』的成功，正好說明了以墳場作文

化旅遊景點是有可能的。 

 

2. 鼓勵高中、大學以墳場墓碑作專題研習，研究香港歷史。 

近來學術界鼓勵老師及同學，走出課室。利用不同的學習經歷去學習不同

層次的知識。有關當局可與教育界合辨不同類型的墳場考察活動及比賽，透過同

史

喚醒這個沉默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犯墓地」，而場中更有一批日本人的墳墓，

日本領事館及日本慈善團體會定期送花拜祭，消息一旦傳開，一些左派愛國人士

可能會製造社會輿論，說什麼要遷移戰犯墳墓云云，或是去墳墓搞破壞，這樣更

不利於歷史的教育，文物建築的保護。 

 

5

 到現在為止，只有香港博物館丁新豹

暫未聽見本港還有其他團體籌辦，據了解丁館長帶領此活動純粹個人興趣，而他

又居於鄰近的銅鑼灣，因此可以經常到來研究墳墓的歷史，可以說現在香港只有

一位專業的導賞員。如果建議旅遊協會推廣這類活動，要訓練導賞員的話，協會

肯定拒絕，因為缺乏經濟效益，也不能帶動消費，附近沒有購物中心，食市、休

息地方、停車場等配套，遊客也不太願意逗留三個多小時，反而可能對墳場對面

馬場更有興趣。如果不能培訓足夠導賞員，這類活動只能有限地提供。 

 

 

五、展望 

1. 小眾旅遊，向有興趣團體宣傳。 

要將『香港墳場』塑造成一個受大眾歡迎的文化旅遊景點是有一定的困難，

就上文的分析，我們已就可行性及可預見的困難作了一全面的分析探討。但我們

都認為香港墳場是有一定的吸引力，在短期內要將之發展成文化旅遊景點是有一

定的障礙；但我們可以參考香港歷史博物館的『十八區歷史遊踪：跑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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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親身的觀察及研究，從中了解香港開埠 經濟、宗教發展；配合教

甲的參與，一定能提升以墳場作為文化旅遊景點的可塑性。 

 

，遊人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對有關人物

跡的認識，自己的體力、時間去選擇合適的考察路線。在閱讀碑上的文字時，

情。 

以來的政治、

育

3. 出版墳場考古自由行手冊。

以墳場墓碑作為文化旅遊景點的先決條件，是參觀者要對墓穴下的人及碑

上的事有一定的認識。而在專業導賞員不足的情況下，出版一份『墳場考古自由

行手冊』，更能令大眾對墳場的歷史有更多的認識。而製作精美的『墳場考古自

由行手冊』，大概對能吸引一些另類的遊人支持以墳場作為文化旅遊景點。而據

知香港歷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正在籌備有關『墳場考古自由行手冊』；

相信不久的將來，遊人可自行根據手冊的資料，於香港墳場內作深度文化旅遊。 

 

4. 彈性參觀時間，遊人自由度更大 

在『墳場考古自由行手冊』的配合下

事

透過憑弔盡發思古之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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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二、香港墳場背景 

1

2.

D.見證鴉片戰爭的傳教士及第一任港督中文秘書郭士立 

在香港找不到任何安葬地方的非中國籍人士 

中國人 

A. 革命烈士：楊衢雲、洪春魁 

B. 首位華人牙醫關元昌及護士黎亞妹 

C. 戰前首富：香港富商何啟(Sir Kai Ho Kai)、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 ) 

4. 專門安葬幼童的墓地 

5. 早年的骨殖另闢地安放 

四、將『香港墳場』發展為文化旅遊景點行 

 1. 支持 

A. 民眾對墳場旅遊有興趣，有市場需求。 

  B. 墳場建築頗有特色，墓碑、裝飾、教堂。 

  C. 墓中名人和香港近代歷史有關 

  D. 對研究近代香港族群、軍事、宗教、政治史有幫助 

  E. 墳場內有四種稀有樹木，同時可作生態考察。 

2. 反對 

A. 墳場缺乏完整紀錄 

B.  難以打破中西對墓地文化的看法 

C. 墳場的自然環境不適宜作參觀景點 

D. 恐怕成為香港「靖國神社」 

E. 缺乏專業導賞員 

五、展望 

1. 小眾旅遊，向有興趣團體宣傳。 

2. 鼓勵高中、大學以墳場墓碑作專題研習，研究香港歷史。 

3. 出版墳場考古自由行手冊。 

4. 彈性參觀時間，遊人自由度更大 

 

. 選址黃泥涌（今日的跑馬地） 

 墳場的命名 

三、香港墳場的特色 

1. 非華籍基督徒 

A. 英國船長及軍官  

B. 開埠初期的貪員 

C. 擁有兩條街的阿美尼亞富商保羅．吉席．遮打 

2. 

A. 日本人墓 

B. 其它國藉 

3. 享有社會地位及名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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